
 

132 

 

第五课 
教会的自我供养 

 
 
 

大卫和约翰向以奥弟兄汇报工作的时候非常高兴。

“这个月，神又为我们添加了三个家庭和五个年轻人。

现在，我们组建了一个教会委员会。我们让这些委员会

成员和我们一起，拜访这些家庭。他们受到了所有人的

尊重，而且在向新信徒作见证、赢得新信徒方面，他们

做的比我们还多。我们不在的时候，他们会去看望新信

徒。”  

“赞美神，”以奥弟兄说：“该尼正在逐渐成为一个

稳固的教会。你们着手教导人们如何供养自己的教会了

吗？”  

“还没有，”大卫说：“如果我们过早谈论奉献的事

情，我担心会把人吓跑。”  

“根本不会，”以奥弟兄回答道：“他们会很乐意你

们教导他们，如何给自己的教会奉献。这将带来更显著

的成长和更美好的属灵祝福。”  

本课将帮助你理解自我供养的概念，以及为主的事

工奉献所带来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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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大纲  
自我供养的原则  
自我供养的可行性  
教导自我供养的必要性  
自我供养的能力  
 
学习目标  

当你完成本课的学习时，应该能够：  
 指出新约中有关供养教会的原则。  
 认识正确的教会财务管理的基本原则。  
 指出自我供养，对教会的更大发展和长进提供了哪些

优势。  
 
学习要领  
  按照第一课的步骤学习课文，一定要阅读所有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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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回答所有习题。  
 学习你不明白的关键词的含义。  
 完成课后的自测题，并认真核对答案。复习回答错误

的习题。  
 认真复习第二单元（第三至第五课），完成第二单元

的学业报告，并把它交给你的国际函授学院导师。  
 
关键词  

紧急情况  
合乎逻辑的  

管家  实用的，现实的  
十一奉献  

 
课文进程  
 
自我供养的原则  

目的 1：指出在保罗教导中，所体现的有关教会财务的新

约原则。  
 

教会财务看上去，应该属于教会管理事务，而非属

灵事工。但是，正如我们在新约中所读到的，尤其在保

罗写给各教会的信中，我们看到，它在当时是具有属灵

重要性的，因此对于当今教会，它同样重要。在我们研

究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财务的处理方式对教会

栽培具有重大影响。重要的不是如何管理财务，而是这

些管理如何影响信徒的生命，以及它是否促进了福音的

传播。保罗写到有关事工的财务问题时，从来没有考虑

过个人，相反，他看重的是，财务问题对听道人所产生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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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来讨论三个原则，这些原则可能也指导

过保罗的工作：  

1. 传福音不是为了获取金钱。当保罗向不信的人宣

教时，或与教会的早期接触阶段，他很谨慎地避免给人

留下印象，认为他传福音是为了挣钱。在他那个年代的

社会中，有许多江湖术士，这些人靠表演敛财谋生（使

徒行传 8：9；16：16）。保罗不愿让人把福音归类为一种

类似的行业。就在保罗不为自己从听众那里得钱的同时，

他又告诉那些靠传福音谋生的人，他们有这样的权力（哥

林多前书 9：7-12）。耶稣的教导和犹太人律法很清晰地

表明了这一点，做工的人有权力得资助（马太福音 10：
10；路加福音 10：7）。但是保罗也清楚地说明了他为什

么不愿接受资助。他想让所有人明白，传福音的动机不

是贪婪。他不愿阻碍福音工作（哥林多前书 9：12）。他

想让新信徒感到父亲般的关怀，不愿让他们感到自己是

负担（帖撒罗尼迦前书 2：7-8）。保罗要树立一个榜样，

即工作严谨，绝不给人留下贪心的印象。（使徒行传 20：
33-34；帖撒罗尼迦前书 2：5；帖撒罗尼迦后书 3：7-8） 

保罗也接受过馈赠，但他好像只让教会里较成熟的

信徒供应他的需要（腓立比书 4：14-17）。他告诉哥林多

人，他“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

力”（哥林多后书 11：7-9）。看来，保罗是要为那些传教

士树立一个榜样，希望他们一定要谨慎，不要给人留下

索取的印象。  

2. 各地方教会要资助自己的事工。圣经里没有记载

过哪个教会在经济上要依赖另一个教会。加拉太人受到

劝告，要供给自己的教师（加拉太书 6：6）。保罗指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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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太，要教导各教会，关心他们中间的穷人和寡妇（提

摩太前书 5：3-10）。例外的情况是，大饥荒时，许多教

会捐款，给犹太的信徒提供资助（使徒行传 11：29）。然

而，这是一种例外情况的需要，是当基督身体里的其他

肢体有需要的时候，基督徒爱心的表现，不是对某个地

方教会固定的财务供养。为其它教会提供紧急情况下的

需用，是教会的一项事工。这种奉献体现了合一和爱，

这合一和爱又坚固了基督的身体。  

3. 地方教会要管理好自己的资金。哥林多前书 16：
1-4 指出，各个教会都要对自己的资金负责。在这段文字

中，保罗让哥林多人知道，他将在某个时候去那里，取

他们为耶路撒冷诸教会募集的捐款。他已经在加拉太教

会做了同样的事情。各个教会已经募集了捐款，并把要

资助的金额预留了下来。保罗只作为特使，和教会指定

的人一起把资助带到耶路撒冷。保罗慎重地明确指出，

他主要承担的是教会使节的任务，并没有管理捐款的责

任。此外，他还预先提醒他们，以确保各教会都派出代

表把捐款送到耶路撒冷（3、4 节）。  

现在保罗教导中所体现的这三个原则，也能帮助我

们。当然，某些时代，某些情况可能需要例外原则，但

是新约教导的基本原则，是要让地方教会、每个基督徒

个人，不断获得属灵长进和属灵责任感。在依赖状态下

互相牵扯，不利于教会达到必要的、能实现其使命的长

进。  
1 把保罗所教导的有关教会财务的原则（右栏），与相

应的参考经文配对（左栏）。  
.. .. a 加拉太书 6：6 1) 传福音不是为了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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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帖撒罗尼迦后书 3：
7-8 

.... c 提摩太前书 5：3，7，
17-18 

.... d 哥林多前书 16：1-4 

.... e 使徒行传 20：34-35 

金钱。  
2) 地方教会要资助自己

的事工。  
3) 地方教会要管理好自

己的资金。  

 
2 再次阅读练习 1 里的原则 1）。根据课文，选出每个

正确陈述保罗如何示范该原则的句子。  
a) 他避免被归类为商人。  
b) 他说他从未陷入过财务困难。  
c) 他希望能像父亲那样关怀教会。  
d) 他避免给人留下贪心的印象。  
e) 他遵守圣经原则，要传福音的人不得报酬。  
f) 他树立了一个严谨事工的榜样。  
 

自我供养的可行性  
目的 2：指出自我供养对教会而言具有可行性的理由。  

神的话语中，为建立教会所赐给我们的计划和方法

是可行的、合乎逻辑的。它们可以被各个地方的人所理

解和应用。供养教会和传福音工作的圣经方法是，费用

应该由基督教会的所有肢体一起分担。正如我们前面提

到的一样，教会供养的重要性在于，如何让它影响信徒

的生命，以及它是否促进了福音的传播。  

对于地方教会要实现自我供养，有两个可行性理由： 

1. 它增强了责任感。每个信徒团契在开展教会工作

的过程中，对待彼此，以及对待神的工作都应该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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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在第一课和第三课中，我们查阅了以弗所书 4：12，
它说的是教会的目的。我们继续看 13 节，将读到这个目

的所预期的结果：“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

一……得以长大成人。”承担责任是获得长进的一种手

段。如果供养地方教会的资金，来自一个外界组织或另

一个教会，你认为会有什么结果？它如何影响信徒的生

命？对于依靠别人供养的信徒而言，很有可能对自己的

资助者充满愤恨。信徒们可能很气愤，必须等待别人来

管理和供应他们的需要。对别人的依靠，可能会让人失

去尊严和自我价值。处在这种位置上的地方教会，可能

会认为自己根本不可能实现教会的目标。而教会里的人

可能认为，那不是他们的教会，他们应该从提供教会供

养的那个地方获得指导。  

如果牧师的供养来自地方教会以外的资金，会发生

什么？与自己对该地信徒承担的责任相比，他可能认为，

自己对那些付他薪水的人的责任更大。当教会里的人们

自己供养教会时，他们会有一种归属感，会感到对教会

和牧师的责任。他们将对牧师的事工更感兴趣，对参与

教会事工更有责任感。同样，让每天围绕在自己身边的

人供养自己，牧师也会感到自己有责任，接受更多的操

练和更充分的预备来开展教会事工。同时人们在教会事

工中，也将更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是基督的同工。  

2. 自我供养促进了长进。在一个可自我供养的教会

里，生发出来的责任感还将促进信徒属灵生命的长进。

对神心存感恩而乐于捐助，不仅有助于神的工作，而且

也会给捐助者带来祝福，并增强其信心（哥林多后书 9：
7-13）。如果人们作出一番牺牲，才预备好一个敬拜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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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们会十分珍视它，并把它看作是神的家。  

自我供养教导信徒，在经济需求方面信靠神。在这

方面学习信靠的同时，他们也将学会在其它需求方面信

靠他，比如救赎其他人、治病以及在其它地区不断增长

的事工。  

在一个新教会里，教会领袖一定要谨慎，不要剥夺

信徒们学习得祝福的机会，这祝福来自为神的工作付出

自己。一个牧师曾用一个故事例证了这一点。他曾经看

到一只挣扎着想脱茧而出的蝴蝶。当蝴蝶不停挣扎的时

候，他一直耐心地观察。它似乎不可能成功。最后，牧

师实在不能忍受了；于是他用小刀，割开了剩下的那部

分茧。挣扎停止了，那只昆虫冒了出来，很虚弱、无助，

而且只活了一小会儿。生命的法则被破坏了！如果让它

独自应对，经过更多的挣扎之后，那么破茧而出的应该

是一只发育良好、强壮而且颜色艳丽的蝴蝶。有时，对

教会领袖而言，看到一群信徒挣扎着要立稳脚跟，会很

难受。但是，他们必须谨慎。婴儿或年幼的孩子，都需

要特殊的照顾和抚育，但是，随着他的成长，他也必须

对自己的个人事务，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让一个孩子

始终处于幼年期或依靠状态，是十分有害的，甚至是残

害。我们都不想看到一个教会，始终处在一种不独立的

状态。每个新教会都应该有机会让自己的信心更成熟，

并遵守神为教会定下的供养和成长计划。因为信徒们能

够处理自己的财务支持问题，所以他们将更加信心十足

地走出去，为教会事工的扩展作出更大的努力。  
3 有关教会自我供养的可行性理由，以下哪个陈述是正

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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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供养来自哪里并不重要，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来

自神。  
b) 供养自己教会的信徒，感到个人对教会有责任。  
c) 教会应该自己供养自己，这样，它就不必为其它教会

做什么事情，也不必关心它们。  
d) 牧师和信徒将分担教会里一项较大的事工。  
e) 当教会学会在财务需求上信靠神时，也将学会在其它

需求上信靠神。  
 

教导自我供养的必要性  

教导人有计划的奉献  

目的 3：解释有关奉献的四个属灵原则。  

有时，一个新信徒团契的栽培者或牧师，不太愿意

把对神工作的财务责任教导给人。他们可能担心人们会

因此失去信心，或者认为牧师很贪婪。这是一个错误。

教会栽培者要理解财务责任的属灵意义，就要认真研究

神的话语。这样，他们才能作好准备，请求圣灵赐给他

们智慧，把这些属灵原则运用到对新信徒的教导中。  

要实现自我供养，一开始就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根基。

要把管家的责任教导给新信徒，因为这种责任，关系到

他们作为教会肢体的各项义务。使徒保罗教导各教会，

要定期从自己的收入中抽出一部分来（哥林多前书 16：
1-2）。许多基督徒采取的原则是，至少拿出自己收入的十

分之一作为奉献。这是旧约的教导，也可能是为神的工

作做奉献的最有效的体系。  



 

141 

许多新信徒需要有人指导他们明白如何奉献，因为

之前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为神的工作奉献。圣经教导说，

奉献应该与人的收入成比例，因此大多数基督徒把十一

奉献当作是最低标准。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中，保罗指

出了有关奉献的几个原则，这些原则将帮助我们理解信

徒对此所持有的态度。首先，马其顿教会之所以捐助，

不是因为他们很富足。他们的捐助出自极其贫穷的境况。

第二，尽管受了极大的试炼，他们仍然充满喜乐，而这

喜乐，在他们慷慨的捐助中体现了出来（1-2 节）。第三，

他们自己提出，请求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4 节）。

保罗说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先把自己献

给了主（5 节）。以下是教导有关奉献原则的经文：  

1. 奉献应该是心甘情愿、满有喜乐的。“各人要随

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

喜爱的。”（哥林多后书 9：7）“仍有满足的快乐……格外

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哥林多后书 8：2）  

2. 神应许要赐福给那些捐助别人的人。“要将当纳

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以此试试我是否……倾福

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玛拉基书 3：10）“你们要给

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因为你们

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路加

福音 6：38）“多种多收”（哥林多后书 9：6）。这些应许

的前提是捐助人应该捐得心甘情愿、慷慨大方，不要存

贪婪的心或者盼望得到什么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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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奉献是爱的一种表达方式。“在……待我们的爱

心上，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哥林

多后书 8：7）  

4. 奉 献 是 现 今 在 天 上 积 累 永 恒 的 财 宝 。“ 周 济

人……为自己预备……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路加福

音 12：33）  

用榜样教导人永远都不过时。智慧而有功效的教师

能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在神面前所承担的义务。他们认识

到，自己一方面有遵守圣经的需要，另一方面这样做，

也为别人树立了榜样。那些不能按自己所教导的教训生

活的人，起不到榜样作用，是低劣的教师。他们没有能

力训练出坚定的归正者，因为人们在他们身上，看到是

与其教训相矛盾的东西。  

4 设想你正在教导一群新信徒有关奉献的属灵原则，该

如何解释以下经文？在笔记本上写出你的答案。  
a) 哥林多后书 8：2；9：7 
b) 玛拉基书 3：10；路加福音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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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哥林多后书 8：7 
d) 路加福音 12：33 
 
有关管家责任的教导  

目的 4：把教会财务管理过程的梗概写下来。  
 

管家是照管某个业主财产的人，他是其雇主财产的

管理者。基督徒的管家职责有两个方面：1）基督徒要对

神负责，使用神让他使用的一切：2）基督徒要彼此负责，

为神的工作拿奉献出来。  

耶稣曾经讲过几个有关管家工作的比喻。在路加福

音 16：1-2，一个管家被要求把他所经管的交代明白，结

果发现，他并不胜任自己的工作。马太福音 25： 14-30
中的教导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已经

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对这一切的使用，我们要

向他负责。管家所赚取的和交还给主人的一切，不是给

主人的馈赠，而是主人本来所要求的。我们能真正反馈

给神的，只有恰当运用他所赐给我们的福分，确保这些

福分有益于神的国度。我们对神的责任不仅涉及物质上

的东西，也涉及他所赐给我们的其它福分。“各人要照所

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前

书 4：10）  

本课中，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正确使用奉献给神工作

的资金。牧师一定要谨慎，要通过对教会资金的管理，

在教会中建立信心。要教导新教会，让它明白从收到奉

献的第一天起，就要开始对资金进行诚实地管理。在有

些地方，人们把自己收成的一部分拿来给神。另一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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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们会从自己挣的钱里拿出一部分来。这些都是给

神的奉献。  

为了管理好教会奉献，以下是建议你遵循的计划。  

1. 所有奉献的接受和处理，至少有两个教会成员的

参与。  
2. 要保存准确的帐目，详细说明收到奉献的总量。 
3. 所有数算奉献量的人要签署自己的名字，以表明

他们已查验了所收到并记录的数量。  
4. 一个至少由三人组成的财务委员会，要负责监督

奉献的支出。除了这些委员以外，教会栽培者、

或牧师，应该参与这个委员会，担任主席。  
5. 应该从教会肢体中指定一名财务人员，认真记录

教会的所有财务情况。  
6. 财务人员应该把教会资金，保存在安全的地方，

以备将来使用。  
7. 为特定项目奉献的资金，应该专用于该项目。  
8. 要为全体教会成员，出具一份年度财务报告。  
 
遵行上述的步骤，将为教会奠定一定的基础，显明

自己具备管理奉献资金的责任。同时也使信徒不再疑惑

资金的去处。而且通过建立委员会，监督教会的财务事

奉，还将进一步强化教会的这个责任。这种委员会可以

叫做财务委员会，并要接纳教会工作人员，尤其是教会

领袖，如牧师或教会栽培者。  

财务委员会应该列出一份重要的财务需要清单。一

旦资金到帐，就应该按照这个清单上的优先顺序支出。

各财务委员会，都必须确定其教会事务的优先顺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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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环境发生变化，教会事务的优先顺序会有所变化。  

有些需要可能必须首先予以考虑：  

1. 牧师的供养。  
2. 聚会地的租金。  
3. 电费、取暖费和水费。  
4. 房屋维修费。  
5. 教育资料。  
 
大多数情况下，教会应该尽力首先满足牧师的供养。

教会成员需要一个全职牧师的带领，这个牧师有责任和

他们一起工作、教导他们、带领他们。拥有一个足够大

的、人们能聚在一起敬拜神的地方，也是一个要优先考

虑的需要。如果教会必须租用一个地方聚会，那么这就

是下一个要优先考虑的需要。但是，在许多地方，教会

可以在信徒的家里或在由信徒提供的场所里聚会。委员

会确定各种需要的优先级时，要根据传福音和教导新信

徒时，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需要而定。  

如果要讨论资金的某个重要用途，就应该邀请全体

信徒和委员会一起参与讨论。在管理教会财务上表现出

来的这种诚实态度，将在教会中建立信心。出示给全体

教会成员的年度财务报告，应该能让所有人看懂，这样

人们才知道，钱被如何花在了神的工作上。人们将不再

担心有人滥用自己给神的奉献。当了解了奉献的时候，

他们将满有喜乐的奉献，并知道所有奉献，都将被用来

进一步推动神的工作。  

5 通常教会应该尽量首先满足的需要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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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会全体可以通过哪两个方式，参与到教会的财务事

务中？  
a) ……………………………………………………………… 
b) ……………………………………………………………… 

7 在笔记本上，把教会为了成为神钱财的好管家，所要

采纳的步骤梗概写下来。  
 

自我供养的能力  

目的 5：描述一个可自我供养的教会，将经历的成长优势。 
 

能够自己承担供养神工作的责任的教会，比不能承

担这个责任的教会，成长和增长得更快。之所以这样，

有三个理由。  

牧师和信徒的信心，都将得到激励而增长。我们在

经文里读到，信心是神的恩赐（罗马书 12：3；彼得后书

1：1）。但是，任何恩赐要有价值的话，都必须从赐予者

领受并使用它。彼得前书 1：6-7 这样谈信心：“如今在百

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

那……金子更显宝贵。”一个新教会建立之初，当牧师把

自己全部投入到新教会的组建上时，他面临着一个信心

的试炼，他要依靠神看顾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在学习神

的话语，并要求神实现其应许的同时，牧师的信心将得

以增长。牧师藉着自己经历，也能帮助新信徒学会信靠

神，学会支取神话语中的应许。当神的工作规模还很小、

很艰辛的时候，承担供养神工作的责任是对新信徒信心

的试炼。试炼能够帮助信心成长，从而愿意为神做更多

的事情。经文里有证据表明，信心必须有行为。“信心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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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行为也是死的”（雅各书 2：26）。教会要实现自我供养，

就会经历信心的试炼，但是试炼会产生什么结果呢？雅

各书 1：3-4 告诉我们：“你们的信心经过实验，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愿意为

神的工作慷慨牺牲和奉献的教会，信心会不断长进。这

个信心将帮助教会获得属灵的忍耐，从而不断成长、成

熟，并把事工拓展到其它地区。  

可自我供养的教会，对社区中的非信徒有更强大的

影响力。如果教会栽培者长期从教会以外获得资金支持，

那么本社区的非信徒，可能会有理由把新教会看作是本

社区的外来物。如果资金来源于国外，这种情况更为突

出。他们可能叫这个教会为“外国人的宗教”。他们还可

能想当然的认为，信徒们正在试图获得什么国际上的利

益，而不是属灵帮助。他们可能认为，教会栽培者是某

个国外政府雇佣的推销员或代理商。这会对教会产生什

么影响？当然会阻碍教会的成长。教会要成长，必须从

新教会周围的人群中赢得新信徒。靠本社区供养的教会，

对该社区会有更强的归属感，而不会把自己的忠心，分

一些出去给社区外的资助者。属于人们自己的教会，对

其周围的人更具影响力。  

可自我供养的教会，有无限的成长空间。这是教会

应该自我供养的一个重要理由。来自教会以外或国外的

资金，通常都很有限，而且随时可能中断。如果教会不

能供养自己，那么当它发展到某个阶段后，其有限的资

金，将让它只能维持现有的工作。因为资金很有限，所

以没有办法在该地区开展新的工作，或派传教士出去传

福音。但是，如果教会里的人们受到有关奉献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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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个教会里，新信徒被带到主面前的同时，资金

也将不断的增加。教会就会不受限制地做它想为神做的

事情。下面，我要讲一个发生在两个拉丁美洲教会里的

故事。  

菲利比和卡洛斯都是教会栽培者，在离自己家不远

的镇子上开始建立教会。这两个人都很有献身精神、非

常勤奋。菲利比的供养来自另一个城市的教会。卡洛斯

没有接受任何外来帮助。  

当菲利比带领二十个人来到主面前时，他们用来聚

会的房子不够用了。他写信给供养他的人们，他们送来

了建造教堂的钱。可是社区里的人们反对这个新教会，

他们不愿意在自己的镇子里，建一个“外来教会”。教堂

被修建了起来，但是经过这么多麻烦之后，几乎没有人

敢来。那些留在教会里的人，也不想维护它。他们说：“这

个房子不是我们的。让那些修建它的人来照看它吧。”菲

利比留下来继续做牧师，因为他仍然从其它教会收到薪

水。这个新教会的规模始终很小，只能为神做很少的事

情。  

这个实例中的教会是建立在依赖态度上的。因为人

们依赖其他人支付费用，所以很可能会根据外面给予者

的态度作决定。他们永远都无法培养出完成分内事工的

能力。当困难出现时，他们的想法就是，应该让那些拿

支票的人来对付问题。在这种教会里的信徒得不到机会，

无法获得成熟基督徒所具有的自我价值感。他们害怕尝

试新的事工项目，因为他们要依靠外面的给予者来支持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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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时候，卡洛斯每天都努力的工作着。每个星

期天和几乎每个晚上，他都会乘公共汽车出去，去带领

一个新信徒小组的聚会，这个小组的信徒都是他带领归

主的。当这个小组成长起来，接纳了好几个家庭的时候，

人们请求卡洛斯接受他们的帮助，为他支付公交费用。

他开始教导他们有关奉献的福分。很快，信徒越来越多，

不得不租一间房子，用以聚会事奉神。人们继续不断地

奉献，终于，卡洛斯能够辞掉工作并把全部时间都花在

教会里。几年之后，这个会众建起了他们自己的教堂。

成百上千的人加入了这个教会。他们还在周围地区，建

立了大约十二个新教会。  

这个可自我供养的教会，决不会因为经济上的依赖

而受限制。人们知道他们自己才是教会收入的唯一来源，

很早就学会了通过奉献敬拜主。这个教会里受到卡洛斯

牧养的信徒，都有机会得到属灵长进。他们获得了自我

价值感，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对教会的责任。他们从不期

望其他人为自己做什么；所以，很显然，他们知道自己

的任务是什么，即在本地区传福音，并实现教会的事工。

菲利比可能最终能帮助自己的教会，实现自我供养。但

是因为有个错误的开始，所以那将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尽管财务支持对于教会而言是必须的，但是更为重

要的是，教会的属灵状况，这个状况会影响到其它方方

面面。神的祝福和圣灵的倾注，激励教会要为主做更大

的工作。如果一个教会处于一种低下的属灵光景中，那

么要谈论的将不是财务，而是祷告祈求圣灵的倾注。教

会的属灵生命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其次才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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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果供养教会的资金来自教会以外，教会可能面临若

干问题。列出其中三个。  
…………………………………………………………………… 
…………………………………………………………………… 

9 如果隔壁教会的牧师告诉你，他的教会不能自我供

养，因为那里的人都很贫穷，根据本课的讨论，你该

如何回答他？在笔记本上写出你的答案。  

10 自我供养如何在以下各方面帮助教会？在笔记本上

回答。  
a) 建立信心  
b) 影响社区  
c) 无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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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题  
 
是非题：在正确句子的前面填写 T，在错误句子的前面填

写 F。  
.. ... 1 新约时代管理资金的方法是，由耶路撒冷的一个

中央机构来统一管理所有教会的资金。  

.. ... 2 保罗从事做帐篷的工作的动机是，这样他才能在

经济上独立。  

.. ... 3 新约教导说，基督徒不应该努力挣钱。  

.. ... 4 可自我供养的教会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很适用。 

.. ... 5 圣经教导是：心甘情愿地为神的工作奉献，是积

攒财宝在天上。  

.. ... 6 牧师不应该让一个非常贫穷的人，定期拿奉献给

教会。  

.. ... 7 在一个小教会里，可采取的办法是，牧师和一个

教会成员组成一个财务委员会。  

. . . . .  8  所有教会成员，都应该收到教会的年度财务报

告。  

. . . . .  9  管家的责任，应该被同等程度地教导给新信徒

和成熟基督徒。  
 

多项选择题：选出最佳答案。  

10  十一奉献可以这样描述，  
a )  这 是 我 们 应 该 奉 献 给 神 的 工 作 的 唯 一 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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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b)  这是与新约相悖的教导。  
c )  为神的工作，进行有计划奉献的指导性建议。 

11  对教会资金的良好管理意味着  
a )  牧师作为教会领袖，要在资金的使用上作决

定。  
b)  财务委员会要监督教会资金的使用，并对其

妥善保管，记录并校对教会资金的使用报告。 
c )  教会财务人员，要尽量在银行里保存一个秘

密的资金帐户，以防教会出现紧急需要。  

12  以下哪个人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基督徒对待金钱

和财产的管家态度？  
a )  斯蒂芬说一切都属于神，那么他就没有必要

再拿奉献给教会。  
b)  玛丽很愿意定期奉献，尽管她的收入微薄。  
c )  罗达之所以奉献，是因为她相信神会因此让

自己成功。  
d)  比尔被解雇了，几乎一无所有。他决定不告

诉任何人。  

13  自我供养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a )  因为它不依靠外来资助者，所以可以不受约

束的成长。  
b)  因为它几乎不在财务报告上花费时间，它能

做更多的事工。  
c )  它从各种给予者那里得到资金。  

14  自我供养让教会受益是因为以下原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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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断提升教会成员的责任感。  
b)  激励属灵长进。  
c )  促进牧师和教会成员的合作，共同关注教会

事工。  
d)  完善吸引资金的技巧。  
 

在继续学习第六课之前，一定要完成第二单元

的学业报告，并把答卷交给你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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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6 a）所有教会成员，都应该参与重要支出的讨论。 
b）所有教会成员，都应该收到一份年度财务报

告。  

1  a  2)  地方教会要资助自己的事工。  
b  1)  传福音不是为了获取金钱。  
c  2)  地方教会要资助自己的事工。  
d  3)  地方教会要管理好自己的资金。  
e  1)  传福音不是为了获取金钱。  

7  你自己的回答。  

2  a 正确  
b 错误  
c 正确  
d 正确  
e 错误  
f 正确  

8  以下任意三项：  
1）教会可能被视为“外来的”。  
2）它可能被指责为“唯利是图”。  
3）牧师会被认为是一个受雇的推销员或外来代

理商。  
4）教会成长将受到阻碍。  

3  a 错误  
b 正确  
c 错误  



 

155 

d 正确  
e 正确  

9  你的回答。某些建议的答复是：早期教会的信徒

都出自穷人，而不是富人。新约教导说，奉献应

该 是 某 人 收 入 的 一 部 分 。 很 少 的 奉 献 积 累 在 一

起，将是实现自我供养的开始。神应许要祝福那

些奉献的人。如果人们满有爱心拿奉献给神，将

经历到喜乐。  

4  你的回答应该与下面的回答类似：  
a 奉献应该是心甘情愿、满有喜乐、慷慨的行为。 
b 心甘情愿慷慨地奉献，将得到神的祝福。  
c 奉献是爱人、爱神的一种表达方式。  
d 今生的奉献是积攒财宝在天上。  

10   a  因为教会肢体学会了依靠神，所以当他们面对

各种需要时，信心都变得更加坚固起来。  
b 社区接纳教会，而且当教会成为社区的一部分

时，教会将更具影响力。  
c 新教会成员不断加入的同时，教会也将不断成

长。  
5  牧师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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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教会的增长



 




